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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劉雪梅 

實施年級 8 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三、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2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2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構成的美感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8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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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請概述內容）   

■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已具備配色基礎，學習到 對於主色、類似色、對比色所做的安排及所占比例該有的認識外，

對於蒙德里安、康丁斯基的作品亦有概念，將加強對的名畫的欣賞、認識培養其美感、 

在色彩配色編排的基礎上開始秩序性的、均衡的美感觀念，從平面構成引入日常生活的實際

運用構成使能在生活中體現並實踐美感。 

一、課程活動簡介： 

這課程為自己的 108-2 的課程計畫，在課程進行中有一些想法及做法，正好因上學期進

班操作美感教育課程的 9 年級，因下學期恐怕無法完成原本預定的結構美感，因而想就

108-2 課程加以修改，再就 8 年級同學進班操作一次，一方面也得以為 8 年級的下學年

（即已 9 年級）的美感教育入班做銜接。 

計畫從校園的植物結構開始觀察，當將之描繪在八開紙上時，如何在紙上構成，接下來

從身邊的筆盒文具收納開始，引導同學從鉛筆盒開始做開箱的習作，先拆解，然後分

類，引導同學如何分類，再做平面構成，經由這樣的拆解，分類，再構成引導同學們經

歷構成的歷程。 

從大自然美景及名畫的欣賞，讓同學們做簡單的繪畫進行校園植物的觀察謝寫生，了解

植物的構成，進行寫生教學之餘同時進行平面的構成練習。接著，欣賞並認識名畫；例

如蒙德里安的作品，認識並欣賞對稱、秩序、均衡等美的原理原則，開始在美的原理原

則基礎上學習簡單的拆解，然後進行對稱性、秩序性的、均衡的重組，讓同學們了解到

構成的美感。 

接著導入生活中事務的構成的美感，例如生活中整齊的收納，舒適的擺設，物品的擺設；

接著可以運用在設計或解決生活上的事物；例如幫班刊或校刊做版面編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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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生活中的觀察：國二的學生，對生活沒有甚麼感受，但是卻是培養對生活有感的起

點，引導對生活有感是一個很好也很可塑造的時機。 

物件的觀察：國二的學生，對物件的使用感受已經很深刻，特別是在生活物件的使

用上，對小東西的使用很有興趣，這時引導對物件分類及整理是一個是不錯的時

機。 

對環境的觀察：國二的學生，對環境的感受是逆來順受的，對環境如果沒有適度的

引導實際上是一種宿命的態度，因基本上他們對環境是無能為力的，這時引導對生

活環境有感的是一個很好也很可塑造的時機。 

◼ 美感技術 

八年級的學生對於技巧的學習其實可以做的非常細膩，計畫首先加強素描觀察描繪及

水彩進一步的技法，藉以加強觀察及描繪能力及細膩的感受。接著是分類、歸納再編

排構成的能力,收納盒的製作則牽涉到分割，立體重組及包裝。 

加入技巧的學習一方面增加其繪畫技法的學習，一方面動手操作使在做中學加強其學

習興趣及能力。 

◼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由藝術的認識及欣賞導入美學的概念，介紹蒙德里安的繪畫轉化演變欣賞，有機造型

和幾何位置的關係演變，再經由欣賞及觀察建立起設計概念，然後先加強繪畫，訓練

觀察及描繪能力及細膩的感受，在加入實際物件的操作，藉以操作學習並建立美感。 

◼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本次美感計畫將跨域與自然及生科課程，與自然配合做植物外觀及構造的觀察描 

繪，與生活科技課程結合作隔板的設計及製作，與閱讀課配合運用平面構成進行 

主題閱讀編排，但後半的課程因停課改成在家線上授課，因此更改課程內容。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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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期成果： 

1. 藉由名畫的認識及欣賞，認識及瞭解構成的意義及重要 

2. 認識自然界的構成秩序藉以學習有機的構成美感 

3. 藉文具的整理，學習將構成的美感運用於生活中 

4. 藉學習構成觀念，將構成的美感運用於學習生活中 

1 4/19 

單元目標 認識構成，認識秩序整齊構成美感。  

操作簡述 

文具開箱:將自己的鉛筆盒打開，拆解、分類、重組，

擺放在中上，並拍照，在前面的課程中主要是欣賞構

成美感，開箱這個課程則是觀察，分類及整合構成的

物件。 

2 4/26 

單元目標 
植物觀察描繪寫生藉由自然的觀察，名畫的欣賞轉化

到幾何的構成美感。 

操作簡述 
藉由植物的觀察描繪，認識植物的結構；了解自然的

有機構成有一定的秩序感構成美感。 

3 5/3 

單元目標 植物繪圖 

操作簡述 

藉由拆解植物的觀察描繪，認識植物的結構；了解自

然的有機構程有一定的秩序感構成美感。將之拆解，

重新編排繪製成介紹植物的平面作品。 

4 5/24 

單元目標 直播主的畫面構成 

操作簡述 

將構成的美感觀念運用於生活中，本周因疫情停課，

在家線上教學，因應同學們的線上課程需求，交受錄

影畫面的構成：光線，構圖，焦距，等等如何調整構

成提升直播畫面美感。 

5 5/31 

單元目標 我的午餐 

操作簡述 
將構成觀念運用於生活中，將餐點重新擺放，讓餐點

美感提升。 

6 6/14 

單元目標 生活的分類收納 

操作簡述 
觀察自己的生活周遭，重新運用分類收納整理，改善

及提升生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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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蒙德利安 P. Mondrian   作者： 何政廣    出版社：藝術家 

2. 植物畫的第一堂課：英國皇家植物園首席畫師教你畫 

作者： 克莉絲塔貝兒‧金  譯者： 杜蘊慧    出版社：麥浩斯 

3. 3 個箱子整理術   作者： 于之琳  出版社：日日學 

一、教學資源： 

1. 電腦、投影機、相關圖檔教具、 

2. 相機、素描用具、水彩用具、寫生相關用具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這次美感進班課程因一開學我請喪假而往後延，沒想到竟因新

冠病毒疫情的關係實體課程停課，因此後面三節課也就調整成

切合在家線上教學的課程。但很幸運的是前三節課已經充分地

介紹構成及如何藉由構成製造美感，所以雖然未到校，但仍運

用構成的步驟方式進行在家操作美感的生活運用。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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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認識構成可以製造美感，欣賞蒙德里安作品，然後運用文具構成 

文具開箱:將自己的鉛筆盒打開，拆解、分類、重組，擺放在中上，並拍照，在前面的課程

中主要是欣賞構成美感，開箱這個課程則是觀察，分類及整合構成的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認識構成的美感，聊解混亂的原因為何？藉由拆解分類重新組合達成的

構成美感。 

 

 

 

課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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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藉由植物的觀察描繪，認識植物的結構 。了解自然的有機構成也有一定的秩序感，按植物

本身的結構構成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了解自然的有機構成有一定的秩序比例構成美感，加以觀察描繪認識植

物的結構。 

 

 

 

課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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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植物繪圖：藉由觀察描繪植物的，認識植物的結構；將之拆解，重

新編排繪製成介紹植物的平面作品。在有線大小及形狀框架的紙上，拆解並重新擺放組

合，構成植物的平面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蒙德里安將蘋果樹的有機構成轉化成幾何構成但不失其美感的運用練

習。 

 

 

 

課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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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拍一張鏡頭前的自己，認識並了解鏡頭構成的元素，然後看看自己的直播照片加以調整

各個構成設備，嘗試美化自己的鏡頭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直播鏡頭有其構成要素，要提升其美感要認識直播時鏡頭構成的要素，

並了解原理如何調整才可以美化鏡頭。 

 

 

課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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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在家中幫自己準備一份午餐並先構圖設想如何擺盤會使自己的午餐美感

提升 

C 課程關鍵思考：面對在家線上學習必須自己料理午餐時，把餐具當成畫紙，食物當成構

成畫面的材料構成作品。午餐不只是午餐而是美感的遊戲作品。 

 

課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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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看一下周圍生活環境，拍張照片，將這幾周所學習到的構成美感做一個

生活運用，選一個角落拍張照片後，物品加以拆解組合擺放，是不是較整齊並看起來舒

服，甚至具有美感，在拍張照片完成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生活角落的構成物有哪些，哪些不是屬於這個角落的？而這些物品的關

係如何？重新組合排列構成一個有秩序的角落。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這次再進行構成的課程讓我自己對於構成

課程的進行更加明白了然，運用上也更加熟練，在課程開始就能

清楚了傳達課程的意圖和目的，並且改變原有的課程成在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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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情況運用，以至於當同學們回家進行線上課程時，仍能就

其在家學習情形將構成的課程轉換成在家進行的生活運用課程，

不過在描繪植物其實花了好幾節課的時間，我想要同學了解有機

到幾何構成的傳換是需要一點時間，國中生在這個層次的美感建

立真的需要多給作品欣賞講解又同時需要生活實際操作練習才比

較容易建立。自己也需要加以思索其他對策。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比較生活化的運用，因此同學們在操

作時即使是在  家中老師不在身邊仍大致上可以進行，而且因且

何實際所需所以比較認真，例如直播主的畫面構成，其實就為了

吸引同學們的專注力。 

  


